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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
說：「人 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的 
江 河來。」約翰福音 4:13-14; 7:37-38                                                                                                                                             

  

耶穌的命令---彼此相愛  
                   

                  ◆吳國華牧師             
 

     

     【約 13：34-35】“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5：12-13】“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

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耶穌兩次向門徒們發出彼此相愛的命令，就是

要門徒們彼此確實相愛，因為愛能成全主所說的誡

命。【約十五 10】「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

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

愛裏。」 
 

     當信徒住在主裏面時，主的話也就住在我們的

裏面，主的話也成了我們的命令，須要我們去遵

行。遵守主命令的原動力乃在於主的愛，惟有住在

主的愛裏，使我們有力量去遵守主的話。  
 

    主耶穌以身作則，遵守父的命令；祂以經歷證

實，遵守命令的結果，必然會住在愛裏；祂的命令

是可以遵守的，正如父的命令是可以遵守的一樣；

祂的愛是寶貴的，正如父的愛是寶貴的一樣。 

     只有常在主裡面的人才可能去愛人，就像主愛

我們一樣。當我們蒙恩得救之後，【羅 5：5】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  
 

      保羅也在給羅馬信徒的信中詮釋了這個原則：

【羅 13：8-10】「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

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

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使徒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所說的話也適用於所

有的信徒：【帖前 4：9】「論到弟兄們相愛，不

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叫

你們彼此相愛。」 
 

     教會的特質就是弟兄姊妹能彼此相愛，如果一

個教會裏看不見弟兄姊妹彼此相愛，那麼它已經失

去教會的本質，不能見證主了；這就如同鹽失了味

一樣，沒有甚麼能使它變成鹹的，只有丟在外面，

被人踐踏。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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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耶穌的代贖之死上看到主的愛彰顯出

來，【約壹 3：16】「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

知道何為愛。」基督徒必須努力以捨己的愛去愛

人，正如耶穌所做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弗

5：2】教導我們：「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

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

物，獻與神。」 

 

     信徒之間彼此相愛，就要存真誠無偽的心，努

力的去實踐主耶穌的教導和命令，讓我們在生活中

實行主的真理，彼此確實相愛，願我們可以讓世人

知道我們的真實身份，認出我們就是主的門徒。 

 讓我們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 

 耶穌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這就是最偉大的愛。 

 

 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我們愛因為神就是愛。 

 

++++++++++++++++++++++++++++++++++++++++++++++++++++++++++++++++++++ 
 

    向祂傾訴的神  ◆吳宏珂 

       信主之前，我

的生活一片混亂。萬

事不盡如人意，讓我

時常緊張，迷茫又抑

鬱，對未來沒有什麼

方向，就如同一艘沒有方向的船隻，隨風飄搖，隨

波逐流。在這種時候，有些愚蠢的問題就會攀上心

頭，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要活著？反正我們都要

死，為什麼還要努力活？即使身邊的家人朋友對我

很好，我也感受不到什麼暖意。 

  

     在一個寧靜的小教堂我第一次認識了主，儘管

當時的我並不了解耶穌，也不是很懂人類犯下的

罪。然而，在那個教堂裡我卻感到了來自基督徒們

的美麗品質。他們善良，謙虛，熱忱，且耐心地向

我傳講上帝的話語。自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竟

越來越嚮往，希望變得和那些基督徒們一樣–常常

喜樂，不住禱告，凡事感恩–讓生活充滿意義，同

時我還能感覺到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親密了不少，祂 

不再是一位我不認識的神，而是成為了一位我希望

向祂傾訴的神。 

  

     我記得，是馬太福音 6:34 讓我第一次感動，清

清楚楚地領受到神的愛：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

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難一天當就夠了。當

我讀到這節，我強烈感到這句話一直在等待我讀到

它，字字句句都如同天父在我耳邊細語，雖然隻是

短短一句話，卻有著平息風浪，安撫心靈的力量。

盲目和絕望瞬間蒸發，回歸內心的是堅定和平靜。 

  

     誠然，信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我也曾

遠離祂，忽略祂。幸運的是，自從我來到杜蘭團契

和新奧爾良的華人教會，遇見了很多主內兄弟姐

妹，聆聽到許多聖經佈道和討論，一切都讓我與主

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如今，消極的情緒在逐漸離

我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喜樂與寧靜，主的話語平和

親近，滲透到時光的罅隙。沒有宏大的儀式，沒有

教條的戒律，祂的愛總是在最不經意的時刻降臨。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bpic.588ku.com/element_pic/02/11/58/9057697d5e01ff2.jpg&imgrefurl=http://588ku.com/image/kuangkuangtuan.html&docid=0uQhbJcnTHUp2M&tbnid=njgOPIgoZdt89M:&vet=10ahUKEwiFgYXLzKPUAhXBa7wKHRxzCycQMwhTKCUwJQ..i&w=260&h=260&bih=1109&biw=1976&q=%E6%A1%86%E6%A1%86%E5%9C%96%E6%A1%88&ved=0ahUKEwiFgYXLzKPUAhXBa7wKHRxzCycQMwhTKCUwJQ&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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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鄔小琤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份

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教

師，小時候家裡生活條件

很好。那時候我如果一天

都表現好、聽話、不無理

取鬧就會得到一個小紅

旗。累積到十個小紅旗就

給買一件玩具。所以小時候我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洋

娃娃，連環畫及小人書。儘管生活條件很好，但我

還常會有很多的擔心和掛慮。記得我在 3-4 歲時就

擔心過爸媽萬一不在了怎麼辦。在幼稚園上全托時

總想著逃跑回家找爸媽。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擔心

和掛慮也越來越多，感覺人生如同大海中的一葉小

舟漂泊不定，很多事情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常

想如果有一位知道一切事情的智者就好了，這樣我

就可以向他請教人生，述說心中的煩惱，有事能同

他商量。   

 

     1988 年我先生作為中國科學院的訪問學者到英

國訪問工作一年半。這期間他認識了一個叫 Tim

的英國青年。1990 年初我先生回國後，Tim 也來

到北京學習中文。那年初夏的一天，Tim 到我們在

北京家裡玩，跟我聊起了福音。他講到這個世界和

我們人類都是神創造的，講到耶穌基督、童女生

子、三位一體的神。當時 Tim 講這些資訊對我來

說如同天方夜譚。我對他說他講的這些跟西遊記中

的神話故事差不多，我很難相信是真實的。Tim 說

我不是馬上接受，願意思考後再相信是好事。那時

我正準備出國。因為是我一人出國，心裡有很多的

擔憂。這時 Tim 告訴我們他有兩個從密西西比州

來的朋友在北京一所大學教英文。因為密西西比州

跟路易斯安那州相鄰，或許她們能幫助我瞭解新奧

爾良的一些情況。於是 Tim 安排我和先生在耶誕

節的時候去見他的朋友。我們是傍晚去的。他朋友

的公寓房張燈結綵掛了很多彩燈，還有聖誕樹，耶

誕節氣氛很濃。當時跟她們談得具體內容已記不清

了。不過走的時候她們送給我一份聖誕禮物，看上

去像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可拿回家打開一看是

一本簡體字的中文聖經和一本有關信仰的書。雖然

Tim 沒有說服我馬上相信神接受福音，可我希望能

多瞭解 Tim 所講的神。於是我把那本聖經和書裝

箱帶到了美國。  

 

     因為先生的弟弟從加拿大寫信回來說教會的人

都很好，加上之前在電影中見過教堂，感覺教堂是

個很莊嚴神聖的地方。所以來美國後就打聽教會在

哪，想去看看。通過朋友介紹我認識了從香港來美

國讀書的榮光和鳳媚。我當時住在 uptown，他們

每個主日帶我去在 Metairie 的華人浸信會參加主

日崇拜，每個星期五帶我去 Tulane 大學的查經

班。剛開始對主日和查經班講的沒有什麼感動。剛

來美國面對很多的挑戰和困難，感覺講的資訊不能

直接幫助到我，跟我關係不大。中間有好幾次打退

堂鼓不想參加了。可因自己沒有車，週五晚上和主

日不可能去別的地方，找不出藉口不去教會和查經

班，於是就堅持下來。慢慢地神的話開始在我心裡

動工，我開始禱告，把自己的重擔交給神。因為從

小就很喜歡唱歌，不久就加入了詩班。那年 6 月中

的一天，主日結束後，陳興福弟兄（現在是牧師）

和他太太湘雲姊妹帶我作了決志禱告。當年感恩節

我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成為神的兒女。 

 

     初信時我只是認為是要相信神，相信主耶穌基

督是神的兒子，相信祂被釘死在十字架是為了我們

的罪，相信主耶穌三日以後復活升天，我們就有永

生。我雖然有時禱告求神幫助我，但沒有每天讀

經，也沒有真正讓主耶穌基督真正成為生命的主。

所以我的生命沒有很大改變。兩年之後我參加了一

個教會辦的退修會。神藉著雅各書 2 章 19-20 的

經文對我說話。經文說「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

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這段經文提醒我並

不是只說相信神就是神的兒女。所謂相信是要讓神

作我生命的主，認罪悔改、順服聽從祂的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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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還是凡事自己做主，所謂

的「信」就只是空話。那個退修

會的資訊對我是個很大的提醒。 

從那以後我就開始每天通過禱告

讀經來親近神並開始學習參加教

會的服事，包括帶查經、負責兒

童主日學。神藉著祂的話語改變

我、塑造我，通過服事讓我學習

順服、依靠神，我跟神的關係不

斷加深。我從僅僅希望神按我的

心意成就我想要的，到學習體會

神的心意，順服祂的帶領。回想

我信主後走過的路，使我真切地

體會到神的恩典、信實和大愛。

如同【恩典之路】詩歌中所唱

的：  

  

   

   祢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祢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 

   祢愛.祢手.  

   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教會圖書館    

****************** 
                          ► 地點：教會進門右邊第一間教室。 

                        ► 開放時間：主日  1:00PM -1:30PM 

                        ► 圖書館目錄：http://nocbc.org 或     

                                  http://chinesebaptist.us 

 

           ►作者：黃小石  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資深研究員，並同時以長

老身份在紐澤西州的若歌教會事奉，香港《角聲》月報專欄作者。 

 

         【愛的真相】 
 
      若問人心中最渴望，卻又最害怕的，非

「愛」莫屬了。但愛是什麼？我們追求愛，付

出許多，卻常常以失望、傷心收場；而當我們

被愛的時候，又常常傷害愛我們的人。愛是如

此艱難，難道愛只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作者先從自身經歷、生活周遭，娓娓道來人間種種情愛，幫 

   助讀者看見每個人在尋求各種情愛過程中的真實樣貌。再從這些 

   經歷，引領讀者進入並思想《聖經》中有關真愛的經文，進而明 

   白何處是愛的源頭。來自這源頭的愛，是永不會止息的。 

  

        愛太崇高又太平凡；崇高如天地主宰之神聖；平凡如販夫走 

    卒之常情；不易捉摸如東西之遙，又可輕易體會於一言一笑。愛  

    的真相究竟為何？ 

 

        本書道出了人心中最渴望的，那就是愛。但愛是什麼呢？ 

 

        當我們追求愛，付出許多，卻常常以失望收場，而當我們被 

    愛的時候，又常會傷害到愛我們的人。愛是如此艱難，難道它只 

    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作者先細細闡述何為人間種種情愛與情感，使我們看見自己 

    在尋求愛的過程，是怎樣的光景；再以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道出愛(Agape)的真相，帶領我們直驅愛的神聖殿堂，闡釋何為 

    神的愛，一般人又是如何因著經歷神的愛，而在愛中被饒恕、也 

    饒恕人，進而重新學習去愛。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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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服的啓示」 
                              ◆施增惠 
 
      提摩太後書三章

十六、十七節說，

「聖經都是神所默

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的善

事。」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節：「你的話是

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我們在查考聖經的

時候如果沒有用心而只是粗略簡單地讀，有時候會

對神的意思產生錯誤的結論。因此在研讀神的話語

時，如何確定經文準確含義的原則是至關重要的。 

 

     我初次讀到馬太福音廿二章一至十四節穿禮服

的這一段時我有一點不太能夠接受，覺得這個作王

的實在是太不通人情了！是王他自己要邀請人家來

赴宴，客人給臉前來赴宴、不穿禮服就算了，為什

麼一定要把不穿禮服的客人捆起他的手腳來，丟在

外邊的黑暗裡呢？ 

 

     其實"穿禮服"這件事情在現實的生活之中也常

常有。每年一度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縮寫：

APEC)」，今年的十一月將在越南舉行。這個會議

的特色之一就是在會議開始之前，主辦的國家幾乎

都會為參加會議的各國領袖及其夫人們特別製作禮

服，開會的時候，主人和客人們會一起穿着禮服並

集體合照。因而每次峰會主辦國將會提供何種服裝

給嘉賓們，也成為各國媒體的焦點。在禮服的襯托

之下，主人和貴賓們顯得既莊重又高雅，讓人們非

常的期待今年的禮服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的設計

呢！可以想像如果有來賓執意不穿著主人為他們所

預備的禮服合照，在許多人的面前讓主人大大的失

了面子，那將會是多麼的侮辱呢！可見在高檔的宴

會，客人穿着禮服不僅僅是對主人的尊重，也是對

於自己身份的自重。 

 

     大女兒結婚之前，親家公和我談到新郎和我們

三位男仕在結婚當天，應該要穿著什麼樣子的禮服

這樣子才會看起來一致。沒有想到這禮服的學問可

大了！原先親家公建議說是要穿著有尾巴的燕尾服

（Long tail tuxedo），但是這種禮服穿起來顯的

老氣，一般人看起來可能會感覺到有點像企鵝那樣

子有些滑稽。後來大家還是決定穿著無尾禮服

（Peak tuxedo）。可是禮服要選擇什麼樣子的顏

色？上衣（Top coat）是用哪一種翻領

（Lapel）？翻領是不是要像絲緞那樣子發亮

（Satin），是否要和上衣同樣的顏色？上衣要選

擇兩排扣還是單排扣？一排要有幾個扣子？上衣部

份要有幾個口袋？口袋的蓋子是否要外翻？上衣要

採用什麼顏色的襯裡？褲子在腰部是否要有皺折？

要繫腹帶（Cummerbund）還是要穿吊帶？如果

是穿吊帶，要用什麼顏色的吊帶？褲子的口袋是順

著褲縫中央開口還是要斜着開口？要不要穿馬甲

（小背心）？小背心的後面要不要有鬆緊帶？禮服

的襯衫是什麼顏色？要選用什麼樣子的襯衫領子？

襯衫的前面要不要打皺折？如果要打皺折要選用多

寬的皺折？襯衫的袖口要不要用法國式的

（French cuff）？要不要戴袖扣？如果要戴袖

扣，要戴什麼樣子的袖扣？上衣要不要別上手帕

（Pocket square）？如果要，要別上什麼樣子、

什麼顏色的手帕？要打什麽樣子和顏色的領結？是

否要穿著有亮皮的鞋子？總而言之，我真的是大大

的長了一回姿式（知識）！在收到禮服之後我喜姿

姿的穿上它照了一張照片給女兒看。女兒說合身的

設計（Slim fit）不適合我這種年紀穿著，要我拿

去退，換成比較寬大、傳統式（Classic）設計的

禮服。如果我在女兒結婚那天不穿上她所認可的禮

服參加，那種不協調的畫面一定會讓她大失所望，

可能也會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我以前聽過一位弟兄和我說起他的一件糗事

來。這位弟兄非常的有孝心，有一年的母親節他特

別在紐奧良有名的餐廳，「指揮官官邸

（Commander's Palace）」訂了一張桌子，計畫

晚上帶他的母親去開一開洋葷。但是沒有想到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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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餐廳門口，領位的人卻不讓他進去，因為他沒有

穿西裝。「怎麼辦呢？」弟兄有點著急的問著。沒

能吃得上宴席不但老母親會失望，連他自己也頗為

失望呢，因為期望和事實的落差太大！「沒有關

係，先生，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我們備有西裝外

套，就請您挑一件合身的穿吧！」領位的人說。就

這樣，這位弟兄就和老母親美美的享受了一頓母親

節的晚餐。 

 

     當我後來再將穿着禮服的這一段經文重新讀過

之後，又上網查詢了一番，才明白以前讀經的時候

不求甚解，馬馬虎的不去深究經文背後的歷史背景

和其特殊的意義。原來中東地方的規矩是有為尊貴

的客人在宴會時預備禮服穿著的風俗。這馬太福音

的婚姻筵席，實際上也就是指主耶穌救恩的筵席。

婚筵的比喻有兩個重點：第一，「我們是否肯應邀

參赴婚筵？」第二，「我們是否穿上主所賜給我們

的禮服參赴婚筵？」禮服的比喻有如啟示錄十九章

七、八節所提到我們將來赴羔羊婚筵時的情况：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

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

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

義。」 

     原來救恩的主是如此特別的看重我們！我們本

來是第三輪的客人（外邦人），但是仍然被主視為

無比尊貴的客人那樣子來招待，還為我們特別製作

禮服，就是神的救恩。不管我們是什麼樣子的背

景，只要願意穿著神為我們所特別製作的禮服，就

是接受神的救恩，就可以被主視為無比尊貴的客人

那樣去赴祂的宴席，完全免費（Completely 

Free），條件極其簡單而明白。作為第三輪的客人

不穿着王所特別製作的禮服去赴他的宴會，不僅僅

是對主人的不尊重，很明顯的也和王的恩典無份，

因此也怪不得會被王叫人丟在外面，只能在那裡哀

哭切齒了！ 

 

     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節：「你們查考聖經，因

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當我明白了在神的宴會中成為被邀之人後就須衣履

相襯，神的義就是那禮服，是透過信靠基督而得着

的，當然必須歡歡喜喜地穿著那禮服去赴宴！啊，

原來如此！那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就好像是古希臘的

科學家「阿基米德」在發現浮力定理時，不禁從澡

缸裡頭爬出來跑到街頭上放聲大喊「優瑞卡

（Eureka）」那樣，這是從查經之中所得到的最

大喜樂！ 
 
+++++++++++++++++++++++++++++++++++++++++++++++++++++++++++++++++++++++++++++++++++++     

       家事分享    

        **************** 
1. 為教會在 2017 年的方向和推展的事工禱告，

求神幫助各項聖工都可以更好的進行。 
 

2. 王光美姐妹 Kim Lawler 於 5/7 日向執事會提

交辭職信，將於 7/30 日開始在台灣從事宣

教。執事會接受她的辭職並祝福她將來在台灣

的福音事工。教會將成立英文事工委員會接管

英文部事工。 
 

3. 6 月 11 日（主日）中午 12:30 至 1:15 在大堂

舉行 2017 第一年度會友大會。為以下議題做

表決 : (1) 傳道事工相關培訓 (Continuing 

Ministry Education) 的財務補貼方案;(2)提名

杜良銓姊妹為教會副司庫 (Deputy 

Treasurer);(3)新會友入會 : 卓睿璇、鄭紈、 

張洧寧、胡汝亮、愛德華、陳友友。 

 

4. 今年去廣西融水孤兒院短宣夏令營日期為 7 月

15 日至 7 月 22 日。請為天氣、交通及參與事

奉的同工禱告。 
 

5. 今年台灣短宣日期為 7 月 15 日至 7 月 29 日。

請為天氣、交通及參與事奉的同工禱告。 
 

6. 團契七八月獻詩日期: 

7/2 餐館福音團契、7/9 Talane 團契、7/16 

UNO 團契、7/23 活水團契、7/30 粵語團契、

8/6 Slidell 團契、8/13 Tulane 團契、8/20 

UNO 團契、8/27 活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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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一個人的心意是主在做工                                               
                                      

                              ◆王俊棋 
 

大家好，我

生長於中國河

南，畢業於江蘇

南京，15 年至此

客居美國，在杜

蘭大學讀博士。

我母親是佛教

徒，父親是共產黨員，我在國內的二十多年裡，從

未對基督教有過實質性的接觸，沒有聽到過福音，

不知教堂為何物。 

 

 幸得蒙神揀選，畢業以後順利來到美國，在

Sylvia 的介紹下，來到了 BCM。在那裡，我第一

次接觸到上帝，拿到了聖經，伴隨著一些常見的疑

問，開始了一學期的聖經學習。不過正如一本傳道

的書中所講，傳福音就像是撒種子，真正讓種子生

根發芽，茁壯成長的泥土雨露則是上帝的恩賜了。

所以盡管 bcm 的朋友對我的問題都有著很好的回

答，解決了我的疑惑，但是我對神依然是敬而遠之

的態度。 

 

     真正的轉折是一次去海灘的郊遊，在一個繁忙

的週末。原本想著即使去玩也玩不得盡興，滿腦子

都是學習壓力，日常瑣事。但事情進展的出奇的

好，一系列活動很有效的帶動了氣氛，每個人都熱

情友好，充滿陽光。在海灘上，Danny 用瓶子比

做一切消極的情緒，讓我們試圖抱著更多的瓶子，

但總有一個閾值，我們拿不下更多。我們每個人是

那麼弱小，何以承受如此重擔？何不把瓶子直接扔

到地上，交到主的手中？那個時候在我看來，主就

是一個替我遮風擋雨的慈父。我迫切的想去了解

主，弄清主究是什麼樣的存在。 

     而後在杜蘭團契，史迪威為我們講耶穌被捕的

章節，講到了門徒的軟弱，彼得三次不認主，講到

了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講到了我們何以得到潔淨

和拯救。我們是有罪的，背離了神，藉著神的仁慈

生活至今日。為了修復人與神的關係，神甚至將獨

子賜給我們，叫我們藉著祂的緣故可以重回神的懷

抱。神將道路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是抓住神的恩

賜，選擇神，還是繼續做迷失的羊，陷入地獄的深

淵。慕道結束以後的討論，眾兄弟姐妹的分享，也

使我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心。隨後在 Kenner 的教

會，我被帶領著做了決志禱告，成為了神的兒女。 

 

     信主以後，感覺打

開了心靈，迎進了真

主。感到之前二十多

年是迷茫的渡過，知

道了未來的日子，是

為做主工而過。有了

上帝的倚靠，內心也有了平靜與安詳，不懼怕，不

擔憂，因為我由著信心便得救了。同時，我內心也

有著熾熱的去傳播福音的心，給我的朋友，家人，

因為上帝賜給了我們愛，教我們去愛人。我們又怎

能坐視身邊的人陷入地獄的苦海？這讓我想起了牧

師丹尼在一次校園服務的時候和我講，他覺得自己

明明已經很好的回答了所提出的問題了，但是很多

朋友依然與主隔離。但就拿我的例子來說，我剛來

BCM 的時候也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得到了很

好的解答。這個鋪墊讓我更加容易的親近主，為以

後的決定埋下了伏筆。假使當初問題沒有解決，對

主依然是各種疑惑，我相信自己也不會這麼快就投

入了主的懷抱。由此，誠然轉變一個人的心意是主

在做工，我依然要做一名辛勤的播種著，播撒福音

的種子，傳遞主恩賜給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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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 
                    聚會時間 (星期日主日早上)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10:00 – 11:30 (普通話 -粵語翻譯) 
       兒童崇拜 /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Worship /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0:00 – 11:15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11:30 – 12:30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助理傳道﹕史迪威傳道 
                
    5/13 母親節主日崇拜:敬虔的母親 ↓                  ↓母親節兒童詩班獻詩: 搖亮我的未來 

        6/4中英文聯合崇拜↓ 

 

獻花 

給 

母              
親 

                              
                        

二胡團契演奏:禱告良辰 獨唱:楊莉莉↓       

 

 

← 

VBS 

兒 

童 

班 

獻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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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父親節主日崇拜: 父親的背影 

        ↑父親節兒童詩班/林東爸爸獻詩:  

          你的手永遠比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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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動態 
                  ******************* 

► Slidell 團 契 Slidell Fellowship  
 
聯絡：王晋江弟兄 Tel: 225-287-0005  

       jinjiangwang@gmail.com  
團契参加在 Fountainbleau State Park 由 Baton 

Rouge Church of Christ 主辦的福音營。感謝 

讚美主！郭敬梅和謝芸姊妹受洗成為基督徒。 
 
 
 

 

 

 

 

 

►婦 女 會/福 樂 會  Women's / Blessing Fellowship 
 

聯絡：杜良銓(Julia)姊妹  Tel: 610-969-8991 

              jucheng777@yahoo.com 

 

 

 

 

 

 

 

  
 
 

 
►杜 蘭 學 生 福 音 團 契 Tulane Student Fellowship  
 
聯絡：史迪威傳道 Tel: 504-797-7862     
         Livingstoneshidwei@gmail.com   
 
5/22 日在松桂弟兄及益群姊妹家中舉行慶祝和歡送 

九位畢業生，很高興他們來到紐奧良讀書，並有機 

會認識上帝，成為神的兒女是何等有福。 
 
 
 
 
 
 
 
 
 
 
 

►英 文 團 契   English Fellowship     
    
聯絡：Kim Lawler 王光美傳道 

Tel: 662-275-0016   nocbc.youth@gmail.com 
  
可愛的青少年為 VBS 做準備畫海報製作 T 恤 

tel:225-287-0005
mailto:jinjiangw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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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聖經班 

************************************ 
                 時間：5/29– 6/2 (早上 9 點 - 下午 5 點) 

VBS 是孩子最期待的假期活動，大約有 132 位 4-12 歲的孩子，60 位義工，膳食 8 人，負責教導、帶領崇

拜、註冊、手工、廚房、舞蹈、遊戲、交通小組等等。大家聚集在教會一起事奉主，教導孩童認識神， 

感謝神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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